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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钝教授：1947年7月生于湖北武汉，高中毕业后曾在内蒙古插队。1977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数学系，1978年考入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科学史，专业方向中国古代数学史。 

1981年毕业至今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3－1997年任该所副所长，1997年—
2005年任所长，同时担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协全国委员。 

兼职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兼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兼职教授。曾为英国李约瑟研究
所、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台湾中研院数学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等海外机构访问学者。 

目前的国际任职包括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先后被选
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1993－2002）、院士（2002－），国际数学史委员会执行委员（1993－2001），以及多家
国外学术期刊的编委。 

在2001年7月于墨西哥城举行的第21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被选为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2005，北京）组织委员会主席。 

刘钝老师于2005年12月19日8：30——11：30在北京师范大学刘晓力教授主持的2005级理科博士政治理论课上做学术报告：
《李约瑟视野中的科学与社会》，现整理录音如下： 

李约瑟视野中的科学与社会（录音整理稿）  

刘钝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尊敬的刘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讨论关于李约瑟的话题。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李
约瑟视野中的科学与社会》。我主要想从六个方面展开：一、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二、“李约瑟问题”的前世渊
源，三、李约瑟的世界观，四、李约瑟的“中国情结”，五、个人的一些观察和体验，六、李约瑟工作的现代意义。  

一、剪不断的“李约瑟情结”。凡事一沾“情结”，理性、逻辑都得靠边站，上至纲常人伦下至为文之道等种种社会规范
都有被藐视和践踏的危险。无庸讳言，我是贬义地创造和使用“李约瑟情结”（Needham complex）这个词的，而且前面还
省略了一个定语“中国人的”。当然这里说的“李约瑟情结”，不能等同于中国人民对李约瑟的敬重与热爱；它主要源于
特殊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滋生的民族心理感情，也部分来源于对李约瑟的误读。如果对此不闻不问，小则模糊了李约瑟
这幅肖像的色彩，大则有碍学术和中国文化建设，因此在进入正题之前先对由“李约瑟情结”衍生出来的几个思想误区作
一点辩析是必要的。第一个与李约瑟巨著的书名有关。李约瑟宏篇巨制的原名是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
下简称SCC），译成中文应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日本和台湾版的译名大约如此，唯中国大陆不同时期的两个译本都用
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一个书名。但实际上，已有多位学者指出这一译名弱化了作者的主旨，将SCC单纯理解成一部中
国科技发展史是不恰当的。造成这一偏差的原因，大概同我们需要向世界证明中国古代有过辉煌科技成就的迫切愿望有
关，而主持其事的中国科学家们当然是乐于看到这种外国人对中国科学的承认的。概括来讲就是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
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而且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
科学”的问题。但在此同时又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 

第二个与“李约瑟问题”和写作SCC的最终目有关。今天还有很多中国学者前仆后继地投身于“李约瑟问题”，企图对中国
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古怪命题给出一个又一个特解，就象数学家企图求解“费尔马大定理”一类的数学难题一
样。长期以来，李约瑟写作 SCC 的最终目的也被诠释为回答这一历史命题（本人以前发表的文字也宣传过这一观点），并
幻想李约瑟本人将在SCC的最后一卷中公布答案。而今斯人已逝，揭迷的重任只有后来人承担，于是乎报刊辟专栏征答，好
心的企业家悬赏，一篇又一篇的答卷接踵而至，构成中国学术的一道特殊风景线；但是不客气地说，答卷中很多是重复性
的论述，有些甚至重复别人二、三百年前的论断。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
索，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容易使人忽略这一问题蕴涵的深刻编史学意义，而在“就事论事”的叙述中又常常同
各种出于现实考虑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本来中国有过辉煌的昨天，近几个世纪以来却被远远地抛在世界潮流的后面，这种
背景很容易影响求解人的心态，似乎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某一“特解”，就发现了“落后”的症结之所在，并可以为当代中
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 



其实李约瑟工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中国古代”和“科学技术”的范畴，他写作SCC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
互理解，特别是把中华文明作为非西方文明的一个样板展示给西方读者，以鼓吹其新人文主义和科学进步论的理念。“李
约瑟问题”是一个启发式（heuristic）的问题，作者只是借助它展开自己对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的思考，即使他本人给出
了最终答案，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能够对其答案作出“对”或“错”的判断。第三个是关于中国人何以没有
写出SCC的诘问。发出诘问的不仅有学界朋友，也有普通公众和新闻媒体，更有权力在握的领导人士。24年前当我刚投身到
这个行当中来的时候，一位前辈颇有感触地告诉我，他之所以献身科技史就是要改变由外国人来写中国科技史的现状。14
年前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们正式启动“由中国人书写的中国科技史”计划的时候，我还有意选择读者量
大的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现在我们已经出版了大半，或者可以说出版了近三分之二吧，就进度而言肯定比剑桥大学出
版社要快一些。至于写作中国科技史这一目标，中国的科学史家们不但早已实现了，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李约瑟。以数
学和天文学为例，近年来已出现了多种大部头丛书，其内容之丰富、史料之新颖都超过了1959年李约瑟在王铃协助下出版
的SCC第3卷的水平。由“中国人撰写的”多达30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卢嘉锡总主编，科学出版社）现已陆续杀青，
整个出版计划的完璧肯定在SCC 7卷34个分册出齐之前。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能说已经逾越了李约瑟这座高山。尽管在多
学科的结合、实验手段的应用、考古新发现的掌握、史料的发掘、古文献的考辩等方面，我们肯定有胜出李约瑟之处，然
而就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评价中国古代科学而令西方学界耳目一新而言，亘在眼前的SCC就如崔颢的题诗一样，我们既
不必与那占先的作者斗才，也不须发出那种“奚为后我”的感叹。 

关于“李约瑟问题”的由来。多年以来，李约瑟一直为一个历史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他实施其不朽的SCC计划的
最强大的推动力。在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之后，一个象他这样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科学训练并受
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影响的学者，脑中开始考虑：为什么近代科学，尤其是对自然的数学化的假设，及其所蕴含的所有先
进技术，只产生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方？李约瑟还曾以不同方式提出这一问题：为什么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中国
文明比西方更有效地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以满足人类的需要？换句话说，为什么这种领先没有在中国导致“近代”科学？
事实上，李约瑟的许多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传统与技术成就的作品都是为此或与此有关的问题而撰写的。在随后的半个世纪
中，关于这一问题有了许多答案，有数种是李约瑟自己提出来的。今天的科学史学家将这一与科学革命和中国科学技术演
化状态的比较有关的问题称为“李约瑟问题”。它已成为全世界科学史家乃至一般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
超出了“中国的科学”这一主题。不过，本节将不讨论那些涉及“李约瑟问题”的种种科学内部和外部的动力因素，而将
特别强调“李约瑟问题”的来源及其后来的发展，以及它在世界科学史编史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最早注意到中国在科学上“落后”的是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刚来到中国时，
的确对中国人所达到的文明程度表示惊讶，他在1584年9月13日从肇庆发出的一封用西班牙文书写的信中说：“中国人非常
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以不同于我们西洋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但是当他久居
中国之后，就看出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与当时的欧洲之间的差距，1600年左右他在南京得意地表示，自己已经“用对
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与利玛窦同时在华传教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他们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科学，也不学习数学和哲学。除修辞学以
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1728年，后来担任法兰西科学院秘书的梅德朗（Dortous de Mairan, 1678－1771）
在给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了“落后”问题，后者在1730年8
月13日写于北京的信中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同时代和稍后的众多欧洲思想家和科学家也先后涉足这一问题，波
义耳(R. Boyle，1627－1691)、莱布尼兹(G. W. Leibniz, 1646－1716)、卡西尼(J. Cassini，1677－1756)、孟德斯鸠
(S. Montesquieu，1689－1755)、伏尔泰(F. Voltaire, 1694－1778)、魁奈（F. Quesnay, 1694－1774）、休谟（D. 
Hume, 1711－1776）、狄德罗(D. Diderot, 1713－1784)等人都对中国科学欠发达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鸦片战争之后，中
国少数有识之士意识到自己在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列强，然而认真从社会文化等方面寻找原因的努力却在“五四”新
文化运动前后。1915年任鸿隽（1886－1961年）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可以说是中
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他在文中将“无科学之大原因”归于中国人没有使用归纳法。 

当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时，“落后”问题也日益成为中国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1920年，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
学术概论》中提出，清代朴学的研究方法，已近于近代科学的方法；而自然科学在中国不发达，乃是国人“德成而上，艺
成而下”的观念因袭已久；加上中国社会缺少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造成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四年
后，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进一步讨论了乾嘉时期自然科学未能象考证学那样得到发展原因，主要是八股取士
的科举制度。梁启超在其两部名著中表述的观点，可以说是对任鸿隽文章的回应。后来胡适将清代考据方法与西方近代科
学方法加以比较的一系列文字，实际上也是循着梁启超的这一思路而加以发挥引申的。化学家王琎（1888-1966）1922年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文中除了重弹“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的老调外，也有将科学落后
的原因归于政府专制和学术专制这样的闪光思想。与此同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的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
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中提出，关于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之于地理、
气候、经济等因素，而主要应由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人的哲学入手去加以探讨；他特别强调，自从汉代以后中国人就失
去了征服自然的理想并完全从外部世界撤退回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科学组织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的热情也在增长，倪则埙、竺可桢、沈锐、
胡为柏、徐模、曹日昌、唐君毅、徐邦裕、朱伯康、宋炎 、冀朝鼎、王亚南、吴大琨、陈立、张荫麟、钱宝琮、竺可桢等
人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考察也多少涉及到“落后”问题。更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德国人魏特夫（K. A. 
Wittfogel, 1896-1988）的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1931）出版不
久就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据说有人已从他的书中摘译出一篇文字，中文标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魏特
夫另一汉名魏复光，犹太裔学者，曾是马克思主义者，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权威，他的《中国的
经济与社会》被认为是阐述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好文献。魏氏曾于1935－1937年来华，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
著作颇丰。后来移居美国并在麦卡锡时代激烈地批判共产主义和东方集权制度。李约瑟承认自己曾深受早期魏特夫的影



响。魏特夫的著作在多大程度上与李约瑟以及中国学者在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科学的讨论有关？这是一个值得深
入研究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1944年达到一个高潮，潮头在云集了不少知识精英的抗战大后方贵州。范岱年敏锐地
观察到，“有别于二十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之于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
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这次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把中国科学的落后溯因于政治经济制度。”先后卷
入这场讨论的学者有心理学家陈立、历史学家张荫麟、数学家钱宝琮、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值得注意的是，李约瑟正是在
这一时刻出场的。1944年10月，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李约瑟前往贵州湄潭浙江大学分校，作了一篇名为《中国之科
学与文化》的讲演。在演讲中他首先批判了中外人士关于“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观点，然后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对自然现象
的探索及种种技术发明对人类文化的深远影响，最后提出：“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
于西方而不于中国也？”实际上他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李约瑟问题”的智力迷题。是中国学者的讨论引起了
李约瑟日后对这一历史命题的持久兴趣，还是李约瑟的到来引起中国知识界在民族解放呈现曙光的时刻重新关注这一有关
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说清。我个人倾向于双方是互相启发互相影响的。 

上述所有这些讨论，都出现在李约瑟正式启动其SCC计划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问题曾多次被讨论，特别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1982年10月，一个题为“中国近代科学
落后原因”的讨论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有大约50篇论文被提交讨论。其中一些论文发表于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
化》，它引起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对“李约瑟问题”的强烈兴趣。1990年，在李约瑟九十诞辰之际，上海的《自然杂志》推
出了“李约瑟问题”专栏。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还成立了“李约瑟问题”研究基金，以鼓励这方面的研究。 

三、李约瑟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李约瑟是如何从一个生物化学家转变成科学史家的呢？他讲过的下面一则故事是我们中
国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三位年轻的中国人于1936年来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聪明才智使李约瑟意识到人类无论肤色
种族在科学面前都是平等的，并由此导致他对中华文明产生了一种终身的认同。很难想象，如果李约瑟所说的“三位年轻
的中国人”中间没有一位后来成了他的亲密助手和晚年伴侣的鲁桂珍（1904-1991），他会把这件事的意义与《圣经》中描
绘的圣保罗在去罗马的路上发生的那种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相提并论。实际上，李约瑟“信仰上的皈依”不是一
蹴而就的。李约瑟是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的独生子，父亲是医生，母亲是画家和作曲家。俄国十月革命和西方经济大
萧条等事件对青年李约瑟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影响，1931年苏联代表团在伦敦召开的第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的表现也对他
的思想形成冲击。早在1929年，李约瑟就出版了《唯物主义与宗教》，30年代他又陆续发表了《赞美马克思主义》、《基
督教与社会革命》、《平等论者与英国革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等文章或文集。 

30年代被某些人称为英国知识分子的“红色年代”，特别是在剑桥，一批左翼科学家的活动格外引人注意。这些人中的代
表人物有遗传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1892－1964）、生理学家霍本（L. Hogben，1895-1975）、数学家莱维
（H. Levy, 1889-1975）、物理学家贝尔纳（J. D. Bernal, 1901-1971）和李约瑟。除了年龄相近和同在剑桥之外，他们
的共同特点是在各自专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
量，同时在政治上又同情英共或工党左翼。有人把他们的理想与实践同300年前波义耳等人的“无形学院”相比，称之为
“有形学院”（The Visible College）。“有形学院”中影响最大的是贝尔纳，他于1939年发表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
书被认为是科学学的开山之作。书中宣称：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对于导向社会公正和福利的科学是有促进作用的，但
是其后将成为阻碍的因素；这一观点今天被称为“贝尔纳强命题”。二次大战之后，贝尔纳将此命题弱化，相信通过社会
组织和国际合作可以克服阻碍因素，宣称政府对计划的说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公众的承诺，以及充分的国际合作
等，将是导致一个更好和更民主的科学的前提。这种思想的一个积极后果是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建立，
该组织的第一任干事长小赫胥黎（Julian Huxley，1887－1975）就是一个贝尔纳主义的实践者。当小赫胥黎设想的这个超
越国家和民族的机构还在酝酿中的时候，李约瑟从中国发去一封信，建议将“科”（S for“Science”）字包括进这一组
织的宗旨，李约瑟本人后来成了这一“世界合作联邦”科学部的首任主席。 

1948年当他告别这一“科学公仆”的职位之后，李约瑟于6月1日在牛津大学发表了名为《科学与国际关系》的波义耳讲座
演讲。在这篇演讲的开头，他由波义耳讲到其他“无形学院”和皇家学会的早期代表人物,认为他们非常国际化的思想是科
学事业的幸运。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 1615—1677）的大量通信为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树立
了典范，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科学发现经由这一渠道成为全人类的知识财富，如荷兰人列文胡克（A. Leenwenhoek）利用
显微镜所作的惊人观察就是一例。捷克人科梅斯基（J.A. Komensky）、德国人哈克（T. Haak）、波兰人哈替利（S. 
Hartilib）和法国人默森（M. Mersenne）都是早期皇家学会的中坚份子。紧接着，李约瑟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国际科联
（ICSU）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宗旨、结构和活动情况，他相信人类在科学领域的密切合作将有助于消除一切种族
的和阶级的偏见，促进民主和平等社会的早日到来。 

根据乔治·萨顿（G.Sarton, 1884－1956）和李约瑟本人所鼓吹的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如同艺术和文学一样，科学是全体
人类的共同财产。换句话讲，自然的统一由科学的统一所反映，而后者不过是人性统一的必然结果。在一篇被称为对“不
是‘科学与中国’问题的专家，但又乐意在不同文化区域间传递科学知识的学者有“巨大价值”的文章中，李约瑟写道： 

我在此所采取的基本假定是：在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中，所有的人是潜在地平等的，近代科学的世界主义由所有人都能理解
的统一语言表达，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尽管具有明显的民族印记）与同样的自然世界有关并因此被包容在同样的世界性
的自然哲学之中，（科学）在人类中成长并将与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综合的巨大发展同步地成长，直到所有的人类如同百川
归海一样被包括在世界合作联邦中这一天的到来。 

同贝尔纳的彻底无神论相反，李约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社会主义的平等信念，是中国古代哲学之



外李约瑟思想的两块重要基石。上述引文中“世界合作联邦”一词和“百川归海”的比喻都出自他的一位老朋友，英国圣
公会撒克斯特（Thaxted）牧师康拉德·诺尔（Conrad Noel）。这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20年代领导了英国农民争取社会
地位和权利的斗争，他用如下的圣歌作为农民们团结斗争的精神武器： 

为了神圣的目的吾主年复一年地忙碌, 

为了神圣的目的他劳作无复黑夜黎明。 

晨曦已现阴霾尽扫， 

灿烂的一刻必将来临， 

大地洒满主的光辉如同大海充盈水滴。…… 

能为主作些什么增进人类的兄弟情谊？ 

能为主作些什么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想想我们能作些什么？ 

灿烂的一刻必将来临， 

大地洒满主的光辉如同大海充盈水滴。 

“向世界大同社会迈进”，这是李约瑟1955年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主席演讲中提出的口号。他在演讲的一开始就批判了欧洲
人对非西方文明的傲慢与偏见，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全人类普适的社会性事业，而不可能是欧洲人的种族科学。科
学知识就如同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天下神器”，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是任何民族的专擅。“一切人类，不
论种族，不问性别，只要受到应有的教育，具备适当的条件，在自然的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近代科学应被看作是来自
不同文明的知识聚汇而成的。的确，完全可以认为，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汪洋大
海。近代科学实际上包纳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贡献源源不断地注入，或者来自古希腊、罗马，或者来自阿
拉伯世界；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正如莫里斯·戈德史密斯（Maurice Goldsmith）指出的，李约瑟的“SCC”的最
终目的是推进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liii]；。“SCC”的基本贡献，一般被认为是开创了将非西方的传统和成就整合到科学
的世界史中去的先河。一句话，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另一方面，李约瑟也提醒人们要反对将民族科学的概念绝对化，特别是将此概念用来强调埃及、印度和中国这些非西方文
化的成就时。正如额岑伽（A. Elzinga）所指出的：“那将否认某些科学发现的普遍有效性，而这些发现独立于地理和文
化的分界线。一方面是相对主义和要求再次从根本上将科学神圣化的宣称，与之相配合的是将一些其他文明的价值绝对
化。李约瑟似乎将之看作民族科学之树上的孪生子，而‘欧洲中心论’的科学主义是另外一个分支，也是被其拒绝的分
支。价值和科学，科学主义和科学在他那里是被分开来的。”因此，李约瑟在“SCC”第五卷的“作者小引”中写道：我们
也必须防止一种危险，那就是陷入另一个极端，以及否定一切科学基本上的连续性和普遍性。这就可能使斯宾格勒的观念
复活，认为已死亡的（尤其坏的是现存的）各种非欧洲文明是完全隔离的、不能互相混合的思想方式，比较接近于个别的
艺术作品，而不像其他任何东西，它们是对自然界一系列的不同看法，不能互相调和而且是没有联系的。这种看法可以用
来作为历史上民族偏见政策的外衣，把近代以前的科学和非欧洲文化看成完全依伦理条件而定，严格地包容在它们本身的
范围里面，而不是人类的阔步前进的一部分。还有，这种看法没有留下地位以容纳我们不断遇到的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
一种文明对于另一种文明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四、李约瑟工作的现代意义。李约瑟的研究使西方读者第一次有可能较全面地认识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SCC的意义绝不
是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方尖碑”就可以概括的。当今世界上有两个热门话题，那就是表现在自然界中的生命多样性和
表现在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多样性，它们体现了人对丰富多采的物质世界和生命的尊重，其核心可以追溯到李约瑟经常谈到
的涉及“自然法”的平等观念。SCC的意义之一就是，在处理人类文明演进史时以中国为例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从文
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予毁灭性的一击。 

在李约瑟眼中，所有非西方的文明不再被视为“落后”的，而近代科学不过是众多不同文明中科学知识的总汇。 当我们还
在为那个不可能有孤立特解存在的“李约瑟问题”苦思冥想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包括西方的和非西方的）已从
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约瑟工作的意义，印度、日本、韩国、伊朗、埃及的科学史家都在考虑他们本国的“李
约瑟问题”，美国人则编辑出版了大部头的《非西方文明中的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百科全书》，该书主编在“致谢”中说：
“从某种程度来讲，今天我们在西方与非西方科学传统之沟通上的所有工作都来源于李约瑟博士的启发”。1996年9月，在
印度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向李约瑟表达敬意的会议。正如组织者指出的，本次会议的主题，“科学——常新之流”，“既受
启发于李约瑟，也反映了李约瑟在跨学科、跨领域的努力，以超凡的智慧和政治关怀来鼓励学界人士和同行们所做的一生
的努力。”1997年在比利时列日召开的第20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设有关于李约瑟的专题，名为“世界意义的科学史”，组
织者詹嘉玲(Catherine Jami)写道，:“我们选择集中讨论‘非西方’科学的某些方面，自从‘SCC’第一卷出版以来，这
些方面的文献有了很大增加。除了带给这块‘黑暗大陆’以光明外，这一著作还提出了基本的方法论和编史学问题，能



够、也应该让大多数科学史学家的工作了解，他们目前研究的仅仅是‘西方’的科学。因此，我们试图在李约瑟对构建新
科学史所做的贡献上进一步拓展，这一新科学史将努力在所有文明中考虑它的多方面发展。”1999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国际科联发起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上也开辟了李约瑟专题论坛。2001年7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21届国际科学
史大会的主题就是“科学与文化多样性”（Scienc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与李约瑟有关的另一个编史学问题是：“科学进步论”一定导向“欧洲中心论”吗？虽然看起来似乎如此，但我们不应忽
略这样一个问题：这到底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当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的英国人采取这类观点时，就其当时可能的知识
来源而言，在欧洲和北美之外是很难发现相应的“进步”的例子的。但是如果有人提供足够的信息，可以想象，他或她将
会承认11世纪的中国比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的时代要“进步”得多。源自十七世纪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的胜利导致以下神
话的广泛传播：科学仅仅是西方文明的专擅，这一文明被认为是源自希腊，又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被重新被发现；因此
“现代化”就简单地等同于“科学化”，甚至“欧洲化”。对“李约瑟问题”最深刻的批评就与这种神话有关。“既然人
们知道不须浪费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上，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问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
国发生呢？”席文（N. Sivin）用一个隐喻展现了“没发生”问题的无意义性，但他同时承认“李约瑟问题”的启发作
用。他接着问道，“为什么科学革命的问题比其他同样具有启发性的问题被更多地讨论？”然后他论证道，对西方文化具
有优越性的假设会引起误解，因为有些人的确想从中国科学中找到西方文化在普遍的近代科学进化中处于优越地位的确
证。这种假设还意味着具有科学革命潜能的文明应当具有与欧洲发生过的同类的因素，但这假设也是不正确的。席文写
道，“十七世纪中国在天文学和宇宙观方面确曾发生过一场可称为‘革命’的重大观念和实践上的变故。”这里他指的是
中国的“观念革命”，它是近代科学转向和“小写的”欧洲科学革命的翻版。 

李约瑟的工作对后现代问题的思考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二战之后，一些学者对滥用科学技术的后果进行反思，抨击科学霸
权和对技术万能的迷信，批评由此造成的对地球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文精神的漠视和边缘文化的压制，贫富差距
的扩大和新的社会不公，道德的沦丧和对人的尊严的践踏；近20年来，这一“反科学”的思潮由于女权运动、生态保护运
动、反战团体、后现代主义者等多种力量的加入而呈日渐高涨的势头。应该承认，上述批判对于公正社会的建立和人类的
未来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把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归咎于科学与技术也是不公平的。诚如有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
在中国这样一个科技水平还不高、科学精神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反科学”与“后现代”的话题现在还显得有点奢
侈。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既然要走赶超西方科技强国的道路，西方国家为完成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和在文化上经历过
的困惑我们迟早也会遭遇。作为科学进步论的信奉者，李约瑟声言“我们绝没有对作为一种最高文化形态组成部分的科学
丧失信心，并坚信科学对人类所作的有益贡献远远超过其危害。”同时他也承认某些批评者的确击中了“唯科学主义”的
要害，并认为“整个反科学运动是由于我们西方文化的两个特点而决定的：第一是认为科学是认识和理解宇宙的唯一有效
途径；第二是认为将科学应用于掠夺性技术从而增加个人财富是天经地义的”；“之所以陷入这种错误，或许是因为近代
科学起源于我们西方；相反，中国人从未受到过使我们陷入类似错误的引诱，现在正是他们帮助我们返回真正人性王国的
时候。”  

在发展科学的同时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允许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并存，
这些都是李约瑟通过其著作向人类传达的现代福音。 

最后我想就“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讨论谈一点个人看法。过去之所以不愿意介入这一争论，是因为看到论辩双方往往在
辩题界定不清的情况下各讲一套，时而还要冒出些伤感情的话来。今日之所以要表达一点意见，是发现在“李约瑟的世
界”中容易为自己的辩辞找到一个省力的支点。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上一世纪前半叶的讨论，明确说“中国古代
无科学”的不多，尽管其影响不可小视；而多数论者采用的说法是“不发达”、“不进步”、“落后”等，这与说“无”
者是不相同的。其次我们要注意讨论中的语义问题，就拿写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竺可桢来说，通读
其文，你就会发现他讲的还是“不发达”和“落后”；再将他的另一篇《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拿来读，其开篇就
说：“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生物学统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近代的实验科学，中国是没有的。实验科学在
欧美亦不过近三百年来的事。”可见他这里指的是近代科学。倒是近些年来，“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被炒得颇为热
闹。说“无”者既有学富五车的专家和科学泰斗，也有以“少壮”自居的学术新锐。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科
学”理解成仅仅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理区域的一种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系统知识及相关的实践手段（或一种社
会建制，或一种文化现象，依论者对科学的基本学术立场而异）。问题是，这样苛刻地限制“科学”一词的内涵及用法有
无必要？  

我不赞成一般地说“中国古代无科学”。 

第一种说“无”者说的是“无近代科学”，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实际上“李约瑟问题”就是要追究这一事实的原因。如
果全世界都只在狭义的范畴内使用“科学”这个概念，那倒挺省事，眼前的争论将只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只是现实中没
有那种省油的灯，也没有哪个权威可以号令天下只准使用狭义的“科学”。说的直白些，就时间和地域的限定而言，不独
中国古代“无近代科学”，古希腊也无，中世纪阿拉伯也无。这倒不是抬杠，而是遵循公平原则。偏偏说“无”者也要大
谈“希腊科学”并常常抬出如下模棱两可的辩辞，“希腊虽无近代科学但其文化中蕴含着近代科学的要素”；那我们也只
好用李约瑟的论断来作答：“绝不可认为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出现的近代科学的突破毫无贡献。”  

第二种说“无”者往往是从具体的知识系统出发，强调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某某学科，例如已为众多专家研究过的
天、算、农、医等知识系统，按其标准就不能称之为天文学、数学、农学和医学了。应该承认，就分析特定的知识系统在
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而言，说者的观点在中国大陆不无新意[17]，但是过份强调社会语境之差异也容易造成对历史连
续性的疏忽，而连续性正是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必须尊重的原则，科学史上有许多生动的例子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连续性原



则在编史学上的意义。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社会史取向的研究仅仅是科学史研究众多取向中的一种，你在社会制度方面
的分析可以不叫某某学史，别人在器物制度或思想层面的分析就可以叫某某学史。学术上标新立异可以理解，推而广之来
处理整个中国古代科学则完全没有必要。与持以上两说者的沟通不困难，他们多是业内的专家，熟悉本学科领域的文献，
实际上他们做的学问或赖以谋生之本都层度不同地与中国古代的科学有关，这一点我们应该心知肚明，而不要为其强调某
些侧面的说辞所困惑。有的学者提出我们已经“走出李约瑟似的大山”了，对此我完全赞同，因为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巨
人的阴影之中。但是面对科学发展史上那百川归海的壮丽文化景观，看看我们一些自诩先进的朋友还在用“希腊－西欧”
这把陈年老尺去丈量那水那海，李约瑟这座思想大山的高度就益发明显了。今天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下面我们进入讨论
阶段。 

讨论阶段： 

学生问：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关于“李约瑟问题”的讨论研究，我想请教刘老师的是，我注意到有的学者把“李约瑟问
题”又称为“李约瑟难题”，这两者一样吗？还是有什么区别？另一个问题是，有的学者认为之所以产生“李约瑟问题”
主要是因为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使我国的科学技术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落后于其它各国，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待？ 

刘老师答：关于“李约瑟问题”，这只是我们对英文的一种翻译，它的原文可以被翻译成“李约瑟难题”等，我喜欢使用
“李约瑟问题”，我想这都不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最为重要的地方是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
象的探索。虽然这样发问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容易使人忽略这一问题蕴涵的深刻编史学意义，而在“就事论事”的
叙述中又常常同各种出于现实考虑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本来中国有过辉煌的昨天，近几个世纪以来却被远远地抛在世界潮
流的后面，这种背景很容易影响求解人的心态，似乎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某一“特解”，就发现了“落后”的症结之所在，
并可以为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 

就我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启发式（heuristic）的问题，作者借助它展开自己对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的思考，即使
他本人给出了最终答案，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能够对其答案作出“对”或“错”的判断。现在不敢说每天，
但经常有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文章发表，大家各述己见，我想并不需要再出现一个刘钝的解释了吧。我是想提议大家更多
的关注李约瑟，关注他的思想，多读读他的著作。 

学生问：我注意到在幻灯片中有关于道家的思想和李约瑟的关系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刘老师答：李约瑟到中国之后，他在与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儒家乃至道家的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他特别
关注的是道家在科学萌芽时期他们做仙丹，而做仙丹就以为着要做实验，这是化学的最早的萌芽。所以他对道家的评价很
高，他认为如果古代的中国能按照此思路发展下来那么也许会萌生近代科学的。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墨家，就诸子百家来
说，墨家是最有科学思想的，他们不仅强调做实验，还强调要实践，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科学萌芽了。 

学生问：刘老师您好。我以前也看到过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一些相关见解，我感觉最有意思的是有些学者认为“李约瑟
问题”是个伪问题，因为李约瑟本人是个西方人，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完全理解，他是站在西方科学家的立场上谈论
这一问题的，所以这一问题根本就是个伪问题不值得大家讨论。另外我还想问的是，您认为如果没有李约瑟站出来写这部
著作，会不会有张约瑟或王约瑟站出来呢？谢谢您！ 

刘老师答：关于“李约瑟问题”，我只想说一点，这是个好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非常需要
的，我们应该看重这个问题的启发性的一面。至于说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我感觉这种说法本身就有炒作之嫌，是不值得
我们探索研究的。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历史决定论“的问题。我认为李约瑟的成功有他本人的功劳但也有历史机缘，
也许会有人写出类似的著作，但他的确有自己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我记得曾经有人把李约瑟能写出这部著作归为八个问
题，比如他有科学的背景，他能看懂中文等等。 


